
月會 

14/4   (日) 

聯席會議 

28/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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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程序 2019.03.24 

敬拜主前 

序 樂 ……………………………………… 眾 立 

宣 召 ……………詩篇 95:1-2…………… 眾 立 

頌 讚 …《耶和華我的神/聖潔的祢》… 主 席 

讚 禱 ……………………………………… 主 席 

詩 歌 ……………《真愛》……………… 主 席 

敬聽主言  

讀 經 …………彼得前書 4:7-11………… 眾 立 

講 道 …………「神家裡的日常」……… 辛德賢傳道 

 彼得前書 4:7-11  

會眾回應  

回 應 ……………《為愛而生》………… 主 席 

奉 獻 ……………………………………… 林 綺 媚 

家 事 分 享 ……………………………………… 麥惠賢傳道 

主 禱 文 ……………………………………… 麥惠賢傳道 

頌 讚 ……………《榮耀頌》…………… 

讚美聖父慈愛至深 基督捨己來救罪人 

每刻施恩聖靈導引 三一神極配大頌揚 

經典重生 (全心製作)，蒙允許使用  

主 席 

彼 此 問 安 ………………………………………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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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小學事工人數  

家長英文班  星期二      上午 8:30-10:00 — 

家長查經/成長小組  星期四      上午 9:00-10:30 3 人 

家長祈禱會 星期二至五  上午 8:20-9:00 21 人 

家長加油站  星期四      上午 8:30-10:00  — 

親子活動  星期六      上午 10:30-12:15  — 

Joyful Kids 學生團契 星期二至四  下午 3:30-4:30 33 人 

聖經課 星期一至五  早上 — 

讚美操 星期三      上午 8:30-10:00 15 人 

惜食堂 星期一至五  下午 5:30-6:30 297人 

顧問牧師：林國彬牧師 堂主任：麥惠賢傳道 

傳道：    李嘉璐傳道 幹事：  樊黃艷群姊妹 

電話：    2327 2322 網頁：  www.cybc.org.hk 

聚會地址：竹園南邨浸信會天虹小學 
1 

家事分享 

上週聚會人數 

主日崇拜      兒崇 
Joyful Kids 

啟蒙班 早禱會 週三祈禱會 

 73人(55人準時) 11 人 11 人 6 人 13 人 
 

 

長青團 活水團  保羅團  

但以理團 
長者 

約書亞團 
金齡組 

喜樂組 
媽媽組 

火腩組 
弟兄組 

同行組 
姊妹組 

大專至初職 

— 10 人 2 人 5 人 7 人 14 人 
   

提摩太興趣 
成長小組 

初中 

  我是主的牛 

 中學生  

提摩太團 

大專 

23 人 3 人 3 人 

小五功課輔導班 小六升中預備班 探訪佈道隊 

9 人 6 人 9 人(受訪)/12人(探訪) 

竹園浸信會 Chuk Yuen Baptist Church 

各項會議 

1. 敬謝錫安浸信會辛德賢傳道蒞臨證道。 

2. 今天完了崇拜將舉行 15 分鐘祈禱會。歡迎弟兄姊

妹出席，是次為【為全職事奉者祈禱】。 

3. 今天下午 2-5 時於禮堂舉行讀經日活動，藉讀經及

分享彼此鼓勵建立，歡迎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與。 

4. 下主日 3 月 31 日早上 10 時正於天虹小學禮堂舉行

復活節福音主日，講題:「歡歡喜喜而出來，平平

安安蒙引導」，經文:以賽亞書 55:12，講員:李重

生牧師。歡迎弟兄姊妹邀請家人朋友參加。 

5. 崇拜部： 4 月 19 日晚上 8 時至 9 時 30 分將舉行受

苦節晚會，以詩歌及默想經文，記念主耶穌，請各

位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6. 本會將於 5 月份在學校與愛基金協辦一生最美的祝

福佈道會，現將於 4 月 14 日(主日)下午 3:00 至

5:00 於翠竹平安福音堂舉行「信徒奮興會」，盼

藉此聚會鼓勵信徒預備為主服事。請各位踴躍參

加。 

7. 請注意凡使用學校地方/設施後，必須還原位置，

有勞最後離開場地的弟兄姊妹煩請檢查一下。另學

校地下男女洗手間暫停使用，因現正進行維修，請

各位使用 2/F洗手間及保持清潔。 

 

 

 

 



主日獻花：—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表 

 本主日 下主日 

主席 潘顯兆執事 余鋒 

講員 辛德賢傳道 李重生牧師 

司琴 李嘉璐傳道 李嘉璐傳道 

敬拜隊 詩班 黃婉蓮 蔡創仁 

司事 潘衡健 薛林鳳娟 黃其邦 劉芷均 

司事長 彭淑嫻 彭淑嫻 

奉獻祈禱 林綺媚 余月媚 

插花 施曉珊堂委 黃婉蓮 

主餐餅 — — 

影音 黃耀陞 梁學賢 

點算獻金 黃強坤 潘楊佩慧 林綺媚 楊佩瑩 

兒崇          
Joyful Kids 

蔡秋英 余鋒 黃芝婷 袁永良 黃何麗珊 許少權 

啟蒙班 黃張考如 蔡黃艷芬 

下主日講題：歡歡喜喜而出來 平平安安蒙引導  
            (以賽亞書 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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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奉獻抬頭「竹園浸信會」或  Chuk Yuen Baptist Church 

守望祈禱  

上週主日獻金 

堂費： $5,800.00 主日：  $1,001.60 

差傳： $260.00 其他：  $1,435.00 

合共： $8,496.60  

2019年差傳奉獻累積 $44,110.00 

1. 為黃金堯弟兄、黃其邦弟兄、朱漢龍弟兄、林志川

弟兄的身體祈禱。 

2. 為 31/3福音主日祈禱，求聖靈引領整個聚會，又

賜給弟兄姊妹有火熱的心，邀請家人朋友來赴會。 

3. 求主差派合適的傳道來竹浸服事，牧養弟兄姊妹

生命，願意團隊合作。 

4. 為讚美操及惜食堂未信主的朋友祈禱守望，願他

們的心靈開放，認識真神。又為服事他們的弟兄姊

妹祈禱，感恩他們的忠心服事。 

5. 為探訪隊上主日探訪後的跟進和關心祈禱，求主

使用弟兄姊妹服事探訪的心志。 

◆ 3月份祈禱會詳情如下，歡迎弟兄姊妹參加，同

心禱告：  

講道筆記 

 

   ————————————————— 

 

   ————————————————— 

    

   ————————————————— 

 

   ————————————————— 

 

   ————————————————— 

 

   ————————————————— 

 

 

    

 
 

年題:「共建神家」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 

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以弗所書 4:15-16 

名稱 日期及主題 時間 地點 

週三 
祈禱會 

  27/3【飢渴慕義: 
   愛慕真理 (太 5:6)】 

星期三晚上
8:00至 9:30 

學校地下
G01室 

早禱會 
 31/3【福音主日:  

  經歷平安(賽 55:12)】 

第一、三、五
主日早上 

9:00至 9:45 

學校地下

G01室 



耶和華我的神 

耶和華我的神聖潔榮耀； 

凡在我裡面的也要稱頌祂聖名。 

耶和華我的神聖潔榮耀； 

凡在我裡面的定要高舉祂聖名。 

天離地何等的高，祂的大愛何等浩瀚； 

東與西隔多遠，祂叫過犯離我也有多遠， 

祂醫治你疾病，赦免你的罪尤、 

憐憫大愛為你冠冕。 

(馮鑑邦曲/詞，曲詞版權屬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敬拜區所有) 

聖潔的祢                                 

尊貴、榮耀、美麗，全地萬有也頌揚歌唱， 

萬世救主，永在全能，至高的讚美歸祢。 

一切向主屈膝，求容讓我進入榮光裡， 

被殺救主，當得讚美，願國度權能屬祢﹗ 

（副歌） 

今我跪拜聖潔的祢，祢的尊貴極完美，那可相比﹗ 

在祢手中執掌真理，權柄永久，百姓都因祢歡喜， 

我讚頌祢﹗ 

我獻上頌讚到祢座前，崇拜君尊救主﹗ 

今我跪拜聖潔的祢，祢的尊貴極完美，那可相比﹗ 

在祢手中執掌真理，權柄永久，百姓都因祢歡喜， 

我讚頌祢﹗ 

敬拜屬祢﹗ 

(王建威曲，朱浩廉詞/曲詞版權屬 ACM 所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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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愛 

當我想到耶穌獨自，背著十架行向這辛酸之路， 

譏諷嘲笑旁人在恥笑責罵，祂卻決心為我受盡痛苦。 

天也昏暗疲倦且軟弱，鮮血在滲祂卻甘心堅持， 

原是主真愛，情願捨棄性命， 

忍受痛苦在十架上為我死。  

在我心不懂去思不懂去想事實是這般， 

為何祢對我深愛？我始終未明瞭， 

難道我只得半知只得半解事實是這般， 

原來世界最美的愛，是祢犧牲不變的愛。 

願我心懂得去思懂得去想事實是這般， 

能明白祢對我深愛，祢甘犧牲一切， 

唯願我甘將我心，甘將這生盡力為祢傾， 

來償祢那對我的愛，願我一生深愛著祢。 

(TWS 曲、詞/詩歌版權屬香港學園傳道會敬拜者使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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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而生 

有一個夢想在我心頭，一路上不該有人獨自停留， 

只要你願意，小小亮光能在黑暗裡照亮。 

為所愛的發出聲音，唱一首歌讓世界傾聽， 

手握著手就有溫暖，活得精彩都是因為愛。 

為愛而生，為愛而活，為愛去付出擁抱不放手， 

為愛流淚，為愛而笑，為愛我願意一路同行。 

愛裡沒有孤單，沒有懼怕，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 

單單相信沒有保留，因為愛裡滿有奇蹟。 

愛將不可能變為可能， 

能傳遞愛，為愛活過，就是值得。 

(詞：鄭懋柔、曲：游智婷/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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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鄭懋柔、曲：游智婷/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